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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展示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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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

光芒! 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马克思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马克思的最好

纪念就是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讲授马克思主

义，做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 研究马克思主义，做合格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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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5 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马克思是

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思想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改变了世

界也改变了中国，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光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宝贵精神

财富，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主义，做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做忠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 讲授马克思主义，做优秀的思想政治理

论传道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践行者; 研究马克思主义，做合格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展的创新者。

一、马克思是胸怀崇高理想并为之努力

奋斗的伟大人物，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做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

不懈奋斗的一生”［1］，1835 年，17 岁中学毕业马克

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写到: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

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

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为

了实现这样的崇高理想，大学时代马克思认真学

习，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寻人类

社会发展的奥秘，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的深刻

的分析，《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深刻的反思

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背后的异化问题，

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应该向着克服异化，自由平等的

方向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在“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

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更

是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战斗檄文。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为了从深沉的经济原因中寻求推翻资本主

义制度，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政

治经济学，对英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和资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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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完成《资本论》的

写作，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理论方面给资产

阶级一个永远也翻不了身的打击”［2］。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往

的哲学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3］。“马

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共产

主义的理论阐释者，而且是实践践行者和制度设计

者。“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

腔热忱、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进行斗争”［4］。他

编辑《莱茵报》，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政党———共产主义同盟，他亲自参加 1848 年的革

命，购买武器支持工人运动，热情支持巴黎公社革

命。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一旦有革命爆发，他就

去指挥革命，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人类

解放事业不断斗争、他为此付出的不仅是思想与精

力，而且一生颠沛流离，饱受生活煎熬之苦，反动政

府的迫害以及各种污蔑。但任何困难与恐吓也没

有改变他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没有改变他为

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而

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实践推

动各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而不息战斗。马克思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与尊重，

2000 年英国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

位居 榜 首; 2005 马 克 思 被 评 为“德 国 最 伟 大 的

人物”。

二、马克思主义是至今仍然闪烁耀眼光

芒的科学真理，我们要宣传马克思，做忠诚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马克思最为伟大的贡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1848 年，年仅 30 岁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共产党宣言》，今年

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理论界一般认为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这是

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

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

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是马

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

财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

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准确地认识到资本

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创造性的揭示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规律，170 多年过去，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变，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仍然是完全

正确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

国才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全面开创

并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的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

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

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5］。美国学者海尔布

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也承

认，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

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

律之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人民

的科学，其最基本的立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正

如列宁所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

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

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

被资 产 阶 级 狭 隘 性 所 限 制 或 被 资 产 阶 级 偏 见

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6］。“过去的一切

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正是由于这种人民立场，

马克思能够在资本主义不到 100 年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总和还要大的时代，他就站在无产阶

级的角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人对人剥削

的不平等社会。这些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发

展准则，而且注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楛，为了推

翻这个阻碍社会发展，影响人类进步的社会，马克

思不仅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而且把理论批判变

为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是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过程就是马克主义中国

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具体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立足基本国情，结合具体实际，形成了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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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用高

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

念的灵魂、“真经”，自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我

们要作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要讲授马克思

主义，做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

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

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

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

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做优秀的思政政治理论传道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一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传道者自己首

先要明道、信道”，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要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

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必须是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行动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有深厚的理论功

底和实践能力。“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

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8］。优

秀的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必须坚持先受教育，要有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学术水平。恩格斯曾说

“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

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9］。理论只有彻底，就能掌

握群众。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必须能够自

如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向学生展现理论的魅力和实践的

成就。要言之有理。理出有据，把马克思主义书本

上的“学术语言”转化为生活上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的“大众语言”，讲明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深邃

道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及时准

确的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让学生把曾

经认为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个“熟悉的陌生

人”自觉上升为自己的理想信仰甚至是毕生的追

求。三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思想政治理论课

传道者的言传身教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

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传道者本身必须有高

尚的道德情操，只有自己先把人生扣子扣好，才能

帮助学生扣好人生扣子。思想政治理论传道者不

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思想、培育价值

观、当好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

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区别于以

往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我们要学习和实践马

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向实

践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政党、
共产国际、巴黎公社等先后出现在世界舞台，尤其

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救国救亡的道

路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正式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共产

党坚定了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国民族谋复

兴”的这个初心和使命。美国学者福山曾提出“历

史终结论”，指出社会主义终将在 20 世纪被埋葬。
今天，我们不仅把社会主义坚持住了，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实践证明，马

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因此才有了改变中国和世

界的力量。这点连西方学者也承认，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说过:“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解剖刀，每一个想要

洞察社会历史底蕴的人都必须向马克思主义学

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学习马克思

主义，做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从马克思主义

中不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从九方面对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阐

释，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

民立场的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民民主的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

设的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

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

思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

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把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新思想密切联系

起来。这九个方面的每一项都与新时代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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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

然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汲取科学、智慧

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

信、更有智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

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要

树立创新意识和问题导向，做推动马克思主

义理论发展的创新者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马克

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结束真理，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10］。列

宁指出，“我们不能躺在马克思身边，而要站在马克

思身边，要站在当今世界经济事实的面前，来学习、
研究、发展马克思最后超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形势

复杂多变，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历史关口，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新

思路寻找新出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

原创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
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者，具体来

说，一是身体力行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

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重温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尤其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

好贯彻好。在学习中，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

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地把科学思想理论

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做到

常学常新，在学习中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发展。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恩

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

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

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恩格

斯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

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

的内容”［12］。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

条，我们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

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断聆

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治

国理政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三是以不

断创新推动理论的生命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到新时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

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

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

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

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学问，我们赶上

了一个需要理论又能够产生理论的伟大时代，从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更要为构建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不

懈奋斗，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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